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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梁溪区忆之麦小吃店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
证编号JY2320213018946
7，副本编号32021300020
1903110030，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储凤生遗失无锡市民卡（公
交老年月票卡），声明作废
·无锡市汇纳车业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遗失惠迪（天津）商务服务
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6
MA1WX4PLX1）编号为：3
20205000202005090041
的营业执照副本一张，声明
作废
·无锡山水励合影视管理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法人章、财
务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拍租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0年 12月 24日

下午2时在无锡市运河西路288号（木
棉花酒店二楼商务中心）举行公开拍
租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租标的：位于无锡市、宜兴
市所辖区内 10套房屋（建筑面积约
9054.92平方米）的8年租赁使用权（详
见清单）。参考价 406万元/年，参拍
保证金40万元。

二、参拍方法：凡有意参拍者须在
2020年12月23日下午3时前携带有
效证件及参拍保证金办理竞价登记手
续。即日起接受咨询、预约看样。

三、限企业单位竞租（投资、资产
管理、房屋管理相关公司等）

四、报名地点：无锡市湖滨路655
号时代杰都1208室

五、联系电话：13961797007张先
生

无锡永嘉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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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双色球第2020128期开奖，
奖池8.24亿元。上期双色球开出红
球号码为01、04、18、19、26、31，蓝球
号码为07。

上期双色球头奖9注，其中2注
为一等奖特别奖，单注奖金为1367万
多元（含派奖683万多元），这2注一
等奖特别奖花落2地：黑龙江1注,河

南1注；另外7注为一等奖普惠奖，单注
奖金为755万多元（含派奖71万多元），
这7注一等奖普惠奖花落5地：山西1
注,内蒙古1注,河南1注,陕西3注,深
圳1注。上期二等奖开出183注，单注
金额11万多元。

无锡彩民收获1注二等奖，大奖出
自 江 阴 市 山 观 镇 东 大 街 110 号

32025622福彩投注站，中奖彩民自选5
注，中得1注二等奖11万多元。

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8.24亿
元。今晚开奖，双色球12亿派奖活动
还剩3期，单注最高可中2000万。下
期一等奖特别奖派奖金额为4632万多
元，一等奖普惠奖派奖金额为 500万
元。

双色球今晚开奖 奖池8.24亿元
上期开出一等奖特别奖2注1367万元

12月4日晚，福彩快乐8第
2020038期开奖，当期“选十中
十”和“选九中九”两种玩法头奖
均为空开，而“选八中八”玩法头
奖开出1注，这一注大奖被无锡
45位彩民合买揽获，中奖彩票出
自新吴区旺庄红旗路荣巷3号
32020176福彩投注站。

近日，合买团派出代表老刘
来到福彩中心领奖。老刘既是合
买团的发起人，也是 32020176
福彩投注站的站主，从业多年来
凭着热情真诚的服务，丰富的福
彩知识和娴熟的选号技巧赢得众
多彩民朋友的信赖，也成为福彩
的忠实粉丝。

据老刘介绍，这个合买群组
建有三年多了，群里有近两百位
彩民，当时建立合买群的初衷是
为了合买双色球，自从10月28
日福彩快乐8上市之后，群里的
彩民除了合买双色球外还有一部
分开始合买快乐8，每期老刘负
责筹集合买资金，选号，老刘说：

“彩民一起合买，可以买更多的号
码，中奖几率也大大增加了，时常给
大家发中奖奖金也挺有趣的。”

由于是合买，在每期选号上老
刘也是下了一番功夫，不但要仔细
研究号码走势，还会到网上收集快
乐8的投注技巧，老刘说：“平时最
喜欢用的还是断区选号，由于快乐
8要从80个号码中选择，开奖号码
多于投注号码，因此用断区选号可
以直接排除掉很多号码。”老刘这次
中奖的彩票就是根据号码走势，断
区选出来的。

兑奖时，从包里拿出了三张中
奖彩票，有两张分别中了3888元和
20元已经在店里兑过了，另一张中
了7.7万元的大奖，老刘说：“这三
张都是合买团在2020038期收获
的奖金。”这一张中大奖的彩票采用
选八复式的投注方式，一共选了11
号码，揽获“选八中八”1注、“选八
中七”24注、“选八中六”84注和“选
八中五”56注，奖金共计7.7万多
元。

无锡45人合买团
喜中快乐8大奖七万元 2020 年 12 月 11 日上午，福彩

“双色球”第2020125期一等奖获得
者郑先生现身宁波市福彩中心，办理
了相关兑奖手续。

身处兑奖大厅，郑先生的脸上波
澜不惊，将彩票交到工作人员手中后，
便坐在窗口前静静等待。验票过程
中，工作人员发现，这是一张玩法为复
式的“双色球”彩票，票面中共有红球
号码12个，蓝球号码1个。

因此，郑先生收获了当期的1注
双色球一等奖和若干固定奖，最为惊

喜的是，由于现正处于双色球12亿元
大派奖期间，且该票购彩金额大于20
元，根据派奖规则，郑先生还额外获得
一等奖特别奖派奖奖金8008557元，
总计擒得了16175424元税前奖金。
在得到了确认中奖的回复后，郑先生
从容依旧，开始执笔填写相关单据。

“我也不是第一次来领奖了。”郑先生
微笑着表示。

郑先生说他此前曾中过“双色
球”二等奖，奖金有87万元，虽然时
隔数年事过境迁，但通过他言简意赅

的陈述，工作人员仿佛看到了常伴在郑
先生身边的“锦鲤”。据了解，郑先生购
买福利彩票已有20年时间，接触过福
利彩票的各类玩法，最喜欢就是双色球
游戏。“我看着宁波的大街上开起了一
家又一家的福利彩票店，越开越多。”郑
先生说，这二十年里什么都在变，但不
变的是自己对待彩票的态度。他买彩
票一直遵循着一个准则，就是心态放
平、量力而行，绝不因买彩票而影响工
作与生活。

谈及自己习惯的投注方式，郑先生

表示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他都会自己
选号，然后守个三至四期，没中奖就换组
号码接着守。12月10日深夜，郑先生
照常打开手机查询了当期开奖号码，然
后掏出自己买的彩票进行了对奖。“发现
号码全对上时，我心里想，这下双色球各
项奖都中到了，圆满了。”谈起获知自己
中奖时的感受，郑先生如是说道。

中大奖固然欣喜，但我们还是要在
此提醒：买彩票是公益善行，彩票中奖是
小概率事件，各位彩友在购彩时务必保
持理性、量力而行。

双色球1617万元得主平静领奖 此前曾中过8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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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6 日电
“我国目前已有5个新冠病毒疫苗进行
Ⅲ期临床试验，数量位于全球前列。”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
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国家卫健委医
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忠伟
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疫苗
研发已经进入冲刺阶段，我们处于全
球第一方阵，但不为第一而抢跑。”

郑忠伟说，评价一个疫苗需要多
项综合指标，其中安全性、有效性、可
及性、可负担性是最重要的。“我们正
做好大规模生产准备。”

相关方面正在继续科学严谨推进
疫苗Ⅲ期临床试验，严格按照法律法
规和国际认可的技术标准做好审评审
批工作，确保疫苗安全有效，经得起各

方面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
已经进入Ⅲ期临床试验的疫苗包

括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的2个灭活疫
苗、北京科兴中维公司的1个灭活疫
苗、军事医学研究院和康希诺公司联
合研发的腺病毒载体疫苗、中科院微
生物所和智飞生物公司联合研发的重
组蛋白疫苗。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得到有
效控制，国内已不具备开展Ⅲ期临床试
验的条件，因此上述Ⅲ期临床试验主要
在海外进行，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

面对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出现
的新情况，遇到的新问题，需要更多的创
新思维、更多的责任担当。根据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此前公布的消息，我国已于6
月启动新冠病毒疫苗的紧急使用。

5种国产新冠病毒疫苗进入Ⅲ期临床

“我们正做好大规模生产准备”

新华社伦敦12月15日电 2020
斯诺克世界大奖赛首轮比赛15日在
米尔顿凯恩斯继续进行。中国名将丁
俊晖4：0零封杰克·琼斯，携手鲁宁和
颜丙涛晋级次轮，中国选手李行2：4
不敌宾汉姆。

丁俊晖在第一、二局分别打出了
单杆73分、137分。第四局中，丁俊
晖试图向147分发起冲击，但在打中
10红10黑之后，未能击中第11个红
球，以80分结束了比赛。

鲁宁以4：3战胜老将威廉姆斯，
第5局打出了单杆137分。颜丙涛在

3：1领先后，被对手格雷斯连追2局，
在决胜局中，颜丙涛打出单杆51分，
70：52锁定胜局。

李行在与2015年世锦赛冠军宾
汉姆的对决中先是2：0领先，后对手
分别打出单杆75分、62分、69分与61
分，连赢4局。

至此，8位参赛的中国选手中，已
有5位选手打完首轮，其中3位晋级
16强。梁文博、周跃龙与赵心童三位
中国选手将在16日进行第一轮比赛。

其他比赛中，特鲁姆普4：3逆转
战胜霍尔特，奥沙利文4：1击败卡特。

斯诺克世界大奖赛 丁俊晖零封对手

这是12月15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火车世界博物馆拍摄的一件艺术家以全
欧快车为原型而创作的巧克力火车雕塑。

因疫情曾一度关闭的火车世界博物馆于12月初重新开放。目前，博物馆推
出“巧克力火车”主题展览，展示艺术家用巧克力制作的火车主题雕塑作品。

（新华社发）

当巧克力“遇见”火车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为持续做好今冬明春新冠肺炎
疫情中医药防控工作，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
各级中医药主管部门要会同当
地卫生健康等部门进一步完善
应急响应机制，从组织管理到专
家组成、技术方案等方面均应有
中医药相关人员和内容，确保疫
情发生后中医药第一时间参与，
深度介入预防、治疗和康复全过
程。

通知要求，各级中医药主管
部门要统筹调配好辖区内中医力
量，确保收治患者的医院配备中
医专家，组建中医药巡诊队伍，对
隔离点合理使用中药进行指导，
加强中药配备等物资保障，满足
医疗救治需求。

同时，在医疗救治中要积极
落实国家诊疗方案，推进中医药
治疗同质化、规范化，对重症、危
重症患者实行“一人一策”精准施
治，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

持续做好疫情中医药防控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国
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16日
说，国家发展改革委结合“十四五”规
划研究，提出拟将京津冀、长三角、粤
港澳大湾区三大区域城际和市域（郊）
铁路作为重大工程纳入“十四五”规
划，整体推进建设。

孟玮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三大区
域“十四五”期间计划新开工城际和市
域（郊）铁路共 1 万公里左右。到
2025年，基本形成城市群1至2小时
出行圈和都市圈1小时通勤圈，轨道
上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

基本建成。
这位负责人说，国家发展改革

委会同国铁集团、相关地方，梳理形
成了近三年滚动项目清单，拟新开
工项目70余个、总里程超过6000公
里。在长三角地区，新开工项目约
4000 公里，打造 1小时到 1个半小
时城际交通圈、城市中心城区与周
边城镇组团间半小时到1小时通勤
网。

孟玮强调，要把握好城际铁路的
功能定位和建设标准，“避免把城际铁
路建成高铁、建成地铁。”

长三角地区拟新开工铁路项目约4000公里

打造1小时到1个半小时城际交通圈


